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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調查目的： 

 了解小學教科書內容有否傳遞「完整家庭」、「男主外女主內」及「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

強」等傳統觀念 

 了解小學教科書有否為婦女帶來壓力 

 了解教科書會否影響下一代對傳統觀念的看法 

 

(二) 調查對象： 

居於港島、九龍、新界有子女的婦女 

 

(三) 調查方法： 

是次調查以方便抽樣方法，於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間，訪問前來中心並有子女的婦女。

調查中訪問了 64 名婦女，共取得 64 份有效問卷。 

 

(四) 調查結果： 

一. 受訪者背景 

表一：受訪者的就業狀況 

 

是次受訪婦女多為家務工作者，共 40 人( 63%)。 

 

 

 

表二：受訪者的婚姻狀況 

  

根據受訪者的婚姻狀況，已婚及單親婦女各有 32(50%)，

各佔一半。 

 

 

 

二. 受訪者對教科書圖片的意見 

1. 受訪者對圖一有關「完整家庭」的印象 

表三：受訪者看圖一後有否完整家庭感覺 與 她們的家庭組合之關係(N=64) 

根據表三，在 64 位受訪者中，共 60

位(94%)認為看圖後有完整家庭的感

覺。同時，從婚姻狀況可見，各 32

位已婚婦女及單親婦女中，分別有

91%及 97%看圖後有完整家庭的感

覺。 

 

此外，在 60 位有完整家庭感覺的婦

女中有三成(19 人，32%)家中沒有兒

子；相反，沒有完整家庭感覺的婦女

卻都有兒子一起生活，可見子女數目

與傾向完整家庭感覺沒有太大相關

性。 

 人數 百分比 

在職 24 37 

家務工作 40 63 

總數 64 100 

 人數 百分比 

已婚 32 50 

單親 32 50 

總數 64 100 

 人數 婚姻狀況 受訪婦女的家庭組合 人數 

有完整家

庭感覺 

60 

(94%) 

已婚 29  

(48%) 

有仔及有女 12 

有仔 8 

有女 9 

單親 31 

(52%) 

有仔及有女 4 

有仔 17 

有女 10 

沒有完整

家庭感覺 

4 

(6%) 

已婚 3 

(5%) 

有仔及有女 1 

有仔 2 

有女 0 

單親 1 

(2%) 

有仔 1 

總數    64 



表四：看圖一後有完整家庭感覺的受訪者對完整家庭標準的介定(N=60)  

 

看圖一後有完整家庭感覺的婦女中，對完整家

庭主要的標準有三方面：(1).有父母+仔及女、

(2).有父母+仔或女及(3).家人一起吃飯。 

 

 

 

 

表五：受訪者看圖一後沒有完整家庭感覺的原因 

 

 

 

 

 

 

 

表六：根據受訪者對完整家庭的標準， 

她們自覺自己家庭是否完整及其婚姻狀況相關性(N=60) 

在 60 位表示看圖 1 後有完整家庭感覺受訪者

中，有六成(36 人)覺得自己家庭不完整。從表

六受訪者的婚姻狀況可見，31 位單親婦女中有

84%(26 人)自覺家庭不完整；29 位巳婚婦女中

則有 34%(10 人)自覺家庭不完整，可見單親婦

女較大傾向覺得自己家庭不完整。 

 

表七：受訪者自覺自己家庭是否可以達到完整家庭標準的家庭組合 

完整家庭標準 自覺自己家庭可以達到完

整家庭標準的家庭組合 

人

數 

自覺自己家庭未能達到完整

家庭標準的家庭組合 

人

數 

總人數 

有爸爸及媽媽及

仔或女 

有丈夫 及 有仔或女 

有丈夫 及 有仔有女 

7 

1 

有丈夫 及 有仔或女 

          有仔或女(單親) 

          有仔有女(單親) 

 1 

10 

 1 

 20 

（33%） 

有爸爸及媽媽及

有仔有女 

有丈夫 及 有仔或女 

有丈夫 及 有仔有女 

4 

4 

有丈夫 及 有仔或女          

          有仔或女(單親) 

          有仔有女(單親) 

 2 

12 

 1 

 23 

（39 %） 

仔或女一家人定

時一齊食飯 

有丈夫 及 有仔或女 

          有仔或女(單親) 

3 

5 

有丈夫 及 有仔或女 

          有仔或女(單親) 

7 

2 

17 

（28%） 

總人數  24            36  60 

調查顯示受訪婦女感覺完整家庭主要的三個標準,其中二個均以必定有爸爸在內，而大部分（43 人，

72%）受訪婦女，甚至單親媽媽均對此作為評估完整家庭的標準。正因如此 31 位單親媽媽，衹有極

少數（5 人，16%）覺得自己家庭完整，相反，己婚婦女中，大部份（19 人 64%）覺得自己家庭是

完整的。 

 

 

 完整家庭的標準 人數 百分比 

有完整家

庭感覺 

父母+仔及女 27 45 

父母+仔或女 24 40 

家人一起吃飯 8 13 

沒有答 1 2 

總數  60 100 

 原因 人數 百分比 

未有完整

家庭感覺 

沒交流,不是一個溫

馨的家 

2 50 

其實家裡幾多個人都

冇所謂 

2 50 

總數  4 100 

 人數 婚姻狀況 

完整 24 (40%) 已婚   19 人 

單親    5 人 

不完整 36 (60%) 已婚   10 人 

單親   26 人 

總數  60 



表八：圖一完整家庭標準對受訪者有否造成壓力(N＝60) 

超過九成(60 人)的受訪者對完整家

庭有著共通及清晰的印象，此印象為

當中近六成婦女造成了壓力。 

 

 

表九：圖一完整家庭標準對受訪者造成的壓力(N＝34) 

調查結果顯示，完整家庭標準主要對

單親媽媽(19 人，56%)造成壓力，包

括內疚未能給孩子完整家庭，感到獨

自撐起家庭的艱辛及覺得家庭不完

整。至於有仔有女湊成就是一個好今

字，這傳統觀念亦對一般已婚婦女造

成壓力。  

 

 

 

表十：圖一完整家庭標準沒有對受訪者造成壓力的原因(N＝26) 

從右表可見，有 15 位受訪者未有因

完整家庭的標準感到壓力，主要因為

她們感覺一家關係和諧最重要，相比

之下，「有丈夫，有仔有女」「有父

母+仔或女」「家人一起吃飯」等衡

量標準顯得次要。可見，若婦女不跟

從傳統觀念包伏，生活可能少了很多壓力。否則，就要努力令自己合符完整家庭的標準(9 人)，才免

於精神受壓。 

 

表十一：圖一完整家庭標準對小朋友有否影響(N＝60) 

有八成(82%)受訪者表示

認為這傳統觀念會對孩子

構成負面影響，可見大部分

受訪者心底𥚃其實不認同

這個「有丈夫，有仔有女」

「有父母+仔或女」「家人

一起吃飯」作為衡量完整家

庭的標準。 

同時，在表示對小朋友有影

響的受訪者中，有近半數

(23 人，47%)認為圖片會令

小朋友此之為榜樣，令其會

相信「有丈夫，有仔有女」

才是完整，並會因為對家庭

的傳統刻板印象而不斷追求，使維持傳統家庭觀念的壓力傳至下一代。 

 

 人數 百分比 

有造成壓力 34 57 

沒有造成壓力 26 43 

總數 60 100 

婚姻狀況 人數 感覺的壓力 人數 

單親 19 

(56%) 

內疚未能給孩子完整家庭 8 

難獨自撐起 7 

單親家庭不完整 4 

已婚 15 

(44%) 

擔心家庭散,勉強維持，就算實

際做唔到也要 

2 

未能有仔又有女不完整 5 

家人經常不能一起吃飯 8 

總數   34 

沒有感覺壓力的原因 人數 百分比 

感覺一家和諧就得    15 58 

因為自己合符完整家庭的標準                9 34 

沒有回答                     2 8 

總數                  26 100 

 人數 影響 人數 

有影響 49 

(82%) 

終日擔心失去爸媽心理不平衡 6 

會覺得家庭不完整等於不不正常/幸福 5 

小朋友以此做榜樣, 因為傳統觀念而想擁

有一個完整家庭 

23 

單親家庭的孩子會失去自信心 12 

沒有回答 3 

沒有影

響 

11 

(18%) 

小朋友年紀小，不會明白圖中的背後的觀

念，故不會有影響 

4 

小朋友不會認同 2 

因為自己合符完整家庭的標準 3 

沒有回答 2 

總數   60 



 

表十二：受訪者認為在原來圖一中加入其他家庭組合的插圖，包括「單親家庭」「子女」及「兩夫婦」

插圖，金要維持完整家庭所面對的壓力(N=60) 

正因為大多受訪者認為圖片為她們造成壓

力，同時大部分受訪婦女害怕這傳統會對孩子

有負面影響，故此，受訪者中有七成(43 人，

72%)婦女支持教科書的插圖中應加入不同的

家庭模式。 

 

 

2. 受訪者對圖二有關「男主外女主內」的印象 

表十三：受訪者看圖二後有否男主外女主內明顯分工的感覺 

 

絕大部分(54 人，84%)受訪者看圖二後均表示

有男主外女主內明顯分工感覺。受訪者對男主

外女主內標準的印象一面倒地視「男人外出工

作，女人負責家中所有工作」為唯一家庭分工

的標準。 

 

 

 

表十四：根據以上家庭分工的標準，受訪者的家庭有否男主外女主內的明顯分工(N=30) 

由於受訪的單親家庭中只有媽媽，故回答這問

題的只包括已婚的受訪者。從右表可見，有九

成(90%) 已婚受訪者表示自己的家庭分工是

明顯男主外女主內的。 

 

 

表十五：圖二男主外女主內標準作為家庭分工有否對受訪婦女產生壓力(N=54) 

 

儘管有九成(54 人) 受訪者感覺

到男主外女主內是家庭分工唯

一的標準，又在已婚受訪者組群

中，大部分以此作為家庭分工的

標準，調查卻發現她們有超過六

成(63%)對此分工標準感到有壓

力。她們所指的壓力主要包括為

保護丈夫的尊嚴，使他感到有自

我價值而被迫負責家務照顧工

作；及感到在家人不支援下獨自撐家務十分辛苦。 

 

 

 

 

 人數 百分比 

會 43 72 

不會 3 5 

沒有意見 14 23 

總數 60 100 

 人數 百分比 標準 

有感覺到 54 84 明顯地男人外出工

作，女人負責家中所有

工作 

冇感覺到 9 14 只看到各自很忙 

沒有回答 1 2  

 64 100  

 人數 百分比 

有 27 90 

沒有 3 10 

總數 30 100 

 人數 壓力 人數 

有壓力  34 

(63%) 

丈夫大男人/怕傷丈夫自尊被迫不可 

外出工作，限制了女人發展 

17 

獨自撐家務十分辛苦 15 

經濟依賴不好受 2 

冇壓力  20 

(37%) 

基本不認同男主外女主內 10 

自己本來就喜歡做家務 1 

自己思想傳統覺得男人做唔到家務 9 

總數   54 



 

表十六：男主外女主內標準作為家庭分工對孩子有否影響(N=54) 

 

八成(80%)受訪者認為男主

外女主內作為家庭分工標準

對孩子產生負面影響, 當中

主要原因是怕小朋友會誤以

為男主外女主內才是正確觀

念。 

 

 

 

 

 

表十七：受訪者認為在原來的圖片中，改由女士負責外出工作，男士則留在家中照顧小朋友，會否減

低婦女一定要維持照顧者的角色而出現的壓力 

調查顯示，近八成(42 人，78%)

受訪者認為教科書的插圖應改由

女士負責外出工作，男士則留在家

中照顧小朋友藉此減低婦女一定

要維持照顧者的角色而出現的壓

力。 

 

3. 受訪者對圖三有關「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強」的印象 

表十八：看圖三後受訪者有否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強的感覺 

超過八成(54 人，84%)受訪者表示

看圖後有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

較強的感覺。同時，有近兩成受訪

者(10 人，16%)表示並沒有這樣的

感覺 

 

 

 

表十九：根據以上男女專業技能的差異標準，受訪者的家庭是否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強(N=54) 

雖然有超過八成受訪婦女表示有

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較強的感

覺，但是當問及她們現在的家庭是

否男性專業技能比女性強時，只有

半數(52%)答是。可見，有半數受

訪者即使她有在印象中男性比女

性電器維修更專業，實際上在家庭

中，女性卻擔當家中電器維修的角色。比較之下, 已婚受訪者有近七成(68%)的家中是男性的專業技

能比女性強；另外，當中 9 位單親受訪者雖然沒有丈夫可以依靠，但有兒子協助，佔該組群三成(35%)。 

 

 人數 影響 人數 

對孩子有影

響 

43 人

(80%) 

誤以為男主外女主內才是正確觀念 28 

誤以為爸爸比媽咪更辛苦更強 7 

不同性別小孩會跟隨男主外女主內

觀念限制了發展 

8 

對孩子沒有

影響 

11 人

(20%) 

孩子自己會有想法 2 

本來就認同所以沒有問題 2 

本身家中並不是依傳統分工 4 

沒有回答 3 

總數   54 

 人數 百分比 

會 42 78 

不會 6 11 

沒有意見 6 11 

總數 54 100 

 人數 標準 人數 

有 54 (84%) 維修電器是男人叻 D 

女人對維修電器缺乏常識 

32 

22 

冇 10 (16%） 女性也可以有此專業技能 

接受不同性別各有所長 

8 

2 

總數   64 

 人數 百分比 婚姻狀況 

是 28 52 單親    9 (全部有兒子) 

巳婚    19              

不是 26 48 單親    17 

巳婚    9 

總數   54 



表二十：圖三男女專業技能的差異標準有否對受訪婦女造成壓力(N=54) 

 人數 有壓力／沒有壓力原因 家中是男性的

專業技能比女

性強 

家中不是男

性的專業技

能比女性強 

有壓力 18 

(33%) 

丈夫／兒子幫忙時十分不高興 

自覺有能力卻被歧視 

認同男強女弱使自己變得冇自信 

4 

4 

4 

 

3 

3 

沒有壓

力 

36 

(67%) 

自己都識整好多野，不會依賴老公            20 

認同男人比女人專業                        16 

總數   54 

調查顯示，有三成受訪者對男女專業技能的差異標準感到有壓力，即使受訪者(12 人)家中男士願意承

擔電器維修，但她們會有感到壓力，其中兩個壓力來源是受訪婦女自覺有能力，卻被歧視能力不及男

士；以及會因受傳統影響認為男強女弱而失去自信；其餘則因為往往有能力的丈夫／兒子經常拖延。

對於在家庭中實際上是擔當電器維修主要角色的受訪者(20 人) 而言，圖三沒有她們造成壓力的原因

是她們自己都懂得維修等技能，所以沒有需要依賴丈夫。 

 

表二十一：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強的印象對孩子有冇影響(N=54) 

 

有六成多受訪者認為男性的專業技

能比女性強的觀念會為小朋友帶來

負面影響，主要怕會讓小朋友錯誤

地認定在專業技能方面形成男強女

弱的錯誤觀念，限制了小朋友的發

展。 

 

 

表二十二：受訪者認為在圖三中，改為各 1 名男士及女士出現不小心用電情況，會否減低婦女在能力

分工上面對的壓力 

 

近八成(76%)受訪婦女若圖三改為

各 1 名男士及女士出現不小心用電

情況，認為會否減低婦女在能力分

工上面對的壓力。 

 

 

 

 

 

 

 

 

 

 

 

 人數 有冇影響原因 人數 

對孩子有

影響 

34 

(62%) 

會讓孩子錯誤地認定人男強女弱 28 

害怕 6 

對孩子沒

有影響 

20 

(38%) 

 

自己都認同差異並信孩子可配合 14 

自己不認同圖三的差異，男女各有

自己叻的地方 

3 

小朋友年紀小，還不明白 3 

總數   54 

 人數 百分比 

會 41 76 

不會 4 8 

沒有意見 9 16 

總數 54 100 



(五) 調查總結： 

1.  (表一)是次受訪婦女多為家務工作者，共 40 人( 63%)。 

2. (表二) 根據受訪者的婚姻狀況，已婚及單親婦女各有 32(50%)，各佔一半。 

 

圖一： 

3. (表三)在 64 位受訪者中，九成多(94%)認為看圖後有完整家庭的感覺。從婚姻狀況可見，各 32 位

已婚婦女及單親婦女中，分別有 91%及 97%看圖後有完整家庭的感覺。此外，子女數目與傾向完

整家庭感覺沒有太大相關性。 

4. (表四)看圖一後有完整家庭感覺的婦女中，對完整家庭主要的標準有三方面：(1).有父母+仔及女、

(2).有父母+仔或女及(3).家人一起吃飯。 

5. (表六)在 60 位表示看圖 1 後有完整家庭感覺受訪者中，有六成(36 人)覺得自己家庭不完整。當我

們以受訪者不同婚姻狀況作比較時，發現單親婦女( 26 人，84%))比已婚婦女*10 人，34%)較大

傾向覺得自己家庭不完整。 

6. (表七)調查顯示受訪婦女感覺完整家庭主要的三個標準,其中二個均以必定有爸爸在內，而大部分

（43 人，72%）受訪婦女，甚至單親媽媽均對此作為評估完整家庭的標準。正因如此 31 位單親

媽媽，衹有極少數（5 人，16%）覺得自己家庭完整，相反，己婚婦女中，大部份（19 人 64%）

覺得自己家庭是完整的。 

7. (表八)超過九成(60 人)的受訪者對完整家庭有著共通及清晰的印象，此印象為當中近六成婦女造成

了壓力。 

8. (表九)完整家庭標準主要對單親媽媽(19 人，56%)造成壓力，包括內疚未能給孩子完整家庭，感到

獨自撐起家庭的艱辛及覺得家庭不完整。至於有仔有女湊成就是一個好今字，這傳統觀念亦對一

般已婚婦女造成壓力。 

9. (表十)有 15 位受訪者未有因完整家庭的標準感到壓力，主要因為她們感覺一家關係和諧最重要，

相比之下，「有丈夫，有仔有女」「有父母+仔或女」「家人一起吃飯」等衡量標準顯得次要。可

見，若婦女不跟從傳統觀念包伏，生活可能少了很多壓力。否則，就要努力令自己合符完整家庭

的標準(9 人)，才免於精神受壓。 

10. (表十一) 大部份受訪者(82%)認為這傳統觀念會對孩子構成負面影響，可見大部分受訪者心底𥚃

其實不認同這個「有丈夫，有仔有女」「有父母+仔或女」「家人一起吃飯」作為衡量完整家庭的

標準。同時，在表示對小朋友有影響的受訪者中，有近半數(23 人，47%)認為圖片會令小朋友此

之為榜樣，令其會相信「有丈夫，有仔有女」才是完整，並會因為對家庭的傳統刻板印象而不斷

追求，使維持傳統家庭觀念的壓力傳至下一代。 

11. (表十二)有七成(43 人，72%)受訪者支持教科書的插圖中應加入不同的家庭模式，以免對小朋友造

成負面影響。 

 

圖二： 

12. (表十三)絕大部分(54 人，84%)受訪者看圖二後均表示有男主外女主內明顯分工感覺，「男人外出

工作，女人負責家中所有工作」被視為唯一家庭分工的標準。 

13. (表十四) 由於受訪的單親家庭中只有媽媽，故回答這問題的只包括已婚的受訪者。現實而言，有

九成(90%) 已婚受訪者表示自己的家庭分工是明顯男主外女主內的。 

14. (表十五)在已婚受訪者組群中，大部分以男主外女主內作為家庭分工的標準，調查卻發現她們有超

過六成(63%)對此分工標準感到有壓力。她們所指的壓力主要包括為保護丈夫的尊嚴，使他感到有

自我價值而被迫負責家務照顧工作；及感到在家人不支援下獨自撐家務十分辛苦。 

15. (表十六)八成(80%)受訪者認為男主外女主內作為家庭分工標準對孩子產生負面影響, 當中主要原

因是怕小朋友會誤以為男主外女主內才是正確觀念。 



16. (表十七)近八成(42 人，78%)受訪者認為教科書的插圖應改由女士負責外出工作，男士則留在家中

照顧小朋友藉此減低婦女一定要維持照顧者的角色而出現的壓力。 

 

圖三： 

17. (表十八)超過八成(54 人，84%)受訪者表示看圖後有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較強的感覺。同時，有

近兩成受訪者(10 人，16%)表示並沒有這樣的感覺。 

18. (表十九) 雖然有超過八成受訪婦女表示有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較強的感覺，但是當問及她們現

在的家庭是否男性專業技能比女性強時，只有半數(52%)答是。可見，有半數受訪者即使她有在印

象中男性比女性電器維修更專業，實際上在家庭中，女性卻擔當家中電器維修的角色。此外，比

較之下, 已婚受訪者有近七成(68%)的家中是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強；另外，當中 9 位單親受訪

者雖然沒有丈夫可以依靠，但有兒子協助，佔該組群三成(35%)。由此可見，可能當沒有丈夫或兒

子可依竹靠時，女性的能力更可造就。 

19. (表二十) 調查顯示，有三成受訪者對男女專業技能的差異標準感到有壓力，即使受訪者(12 人)家

中男士願意承擔電器維修，但她們會有感到壓力，其中兩個壓力來源是受訪婦女自覺有能力，卻

被歧視能力不及男士；以及會因受傳統影響認為男強女弱而失去自信；其餘則因為往往有能力的

丈夫／兒子經常拖延。對於在家庭中實際上是擔當電器維修主要角色的受訪者(20 人) 而言，圖三

沒有她們造成壓力的原因是她們自己都懂得維修等技能，所以沒有需要依賴丈夫。 

20. (表二十一) 有六成多(62%)受訪者認為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強的觀念會為小朋友帶來負面影

響，主要怕會讓小朋友錯誤地認定在專業技能方面形成男強女弱的錯誤觀念，限制了小朋友的發

展。 

21. (表二十二) 近八成(76%)受訪婦女若圖三改為各 1 名男士及女士出現不小心用電情況，認為會否

減低婦女在能力分工上面對的壓力。 

 

(六) 調查建議 

 

從是次調查可見，大部份受訪者認為教科書的圖片映射出「有父母仔女才是完整家庭」、「男

主外女主內」及「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強」的傳統觀念，對婦女在養育子女時，構成很大心

理壓力；下一代亦會在教科書圖片中傳統觀念的耳濡目染下被誤導。故是次調查建議： 

 

1. 教育局應嚴格監管教科書的內容及插圖是否帶有歧視成份 

教科書是下一代吸收知識的重要途徑，學生從教科書理解社會，並建立其價值觀及思考模式，

故此監管教科書的內容是保護下一代的重要工作。本調查認為，教育局作為審批教科書的政府

部門，局方應盡其責嚴格監管小學教科書的審批過程，確保教科書的內容，包括文字及插圖，

均沒有帶有任何歧視女性的角度；同時，確保教科書內沒有任何映射完整家庭、男女角色分工

及男女能力差異等傳統觀念，讓下一代不再被傳統觀念所誤導。  

 

2. 在教科書中加入插圖以避免傳遞傳統觀念 

本調查發現很多小學教科書包含了「有父母仔女才是完整家庭」、「男主外女主內」及「男性

的專業技能比女性強」的傳統觀念，令婦女承受很大壓力，下一代亦被誤導。故本調查建議，

教育局應監管教科書原來的圖片中加入其他的插圖： 

2.1 在展示家庭的圖片時，在「一家四口」的慣常家庭插圖以外，加入包括「單親家庭」「只

有子女」及「只有兩夫婦」的插圖； 



2.2 在展示家庭分工時，由男外出工作女照顧家庭的插圖，改為女性負責外出工作，男性則留

在家中照顧小朋友； 

2.3 在展示男女的專業技能差異時，由男性大多正確掌握技能同時女性進行錯誤示範的插圖，

改由兩者均有正確及出錯的插圖； 

以減低婦女在維持完整家庭、維持照顧者角色及能力分工上面對的壓力。 

 

 



基層婦女聯會 教科書性別意識跟進 

  姓名：         電話：                              居住地區：             

  是否在職：是(全職/兼職)      家庭主婦     退休   其他： 

  婚姻狀況：未婚     已婚     單親(離婚/喪偶)    單身(曾結婚) 

  子女數目：      子       女   填寫日期：                       

                                              

1. 你看圖 1 後有甚麼感覺?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       _____      _     ____ 

 

2. 圖 1 有沒有給你完整家庭的感覺﹖ 

□ 有，原因：_____             _________    ______     __    _             _  

   根據以上標準，你現在的家庭是否完整家庭﹖ 

  □ 是                

  □ 否 

□ 沒有，原因：_____             ______________    ___     __       __       

 (若此題答案為沒有，不用作下以下部份，直接跳至圖 2 題目) 

3. 根據以上標準，圖 1 帶出完整家庭的印象會否對你造成壓力﹖ 

             □ 會，壓力是：_____             ______________    ___        __       __ 

             □ 不會，原因：_____             _____________  _                  ___    __                                                                                                                                                                                                                                                                                                                                                                                                                                                                                                                                                                                                                                                                                                                                                                                                                                                                                                                                                                                                                                                                                                                                                                                                                                                                                                                                                                                                                                                                                                                                                                                                                                                                                                                                                                                                                                                                                                                                                                                                                                                                                                                                                                                                                                                                                                                                                                                                                                                                                                                                                                                                                                                                                                                                                                                                                                                                                                                                                                                                                                                                                                                                                                                                                                                                                                                                                                                                                                                                                                                                                                                                                                                                                                                                                                                                                                                                                                                                                                                                                                                                                                                                                                                                                                                                                                                                                                                                                                                                                                                                                                                                                                                                                                                                                                                                                                                                                                                                                                                                                                                                                                                                                   

 

4. 根據以上標準，圖 1 帶出完整家庭的印象會否對小朋友構成影響﹖ 

□ 會，影響是：_____             _________    __      ____     ___      _                     

□ 不會，原因：_____             ______________    ___     __       __    

 

5. 如果圖片的內容作出修改： 

在原來的圖片中加入其他家庭組合的插圖，包括「單親家庭」 

「子女」及「兩夫婦」插圖，你認為會否減低婦女要維持完整 

家庭所面對的壓力﹖ 

□修改原圖      □不修改原圖  □沒有意見 

6. 其他意見： 

            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                                            __ 

----------------------------------   圖 1 問題------------------------------------------------ 

圖 1 



基層婦女聯會 教科書性別意識跟進 

1. 你看圖 2 後有甚麼感覺?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       _____      _     ____ 

 

2. 圖 2 有沒有給你男主外女主內明顯分工的感覺﹖ 

□ 有，原因：_____             _________    ______     __    _            _  

            根據以上為標準，你現在的家庭是否有男主外女主內的 

  明顯分工﹖ 

  □ 是                

  □ 否  

□ 沒有，原因：_____             ______________    ___     __       __       

(若此題答案為沒有，不用作下以下部份，直接跳至圖 3 題目) 

3. 根據以上標準，圖 2 男主外女主內明顯分工的感覺會否對你 

造成壓力﹖ 

             □ 會，壓力是：_____             ______________    ___        __       __ 

             □ 不會，原因：_____             _____________  _                  ___    __                                                                                                                                                                                                                                                                                                                                                                                                                                                                                                                                                                                                                                                                                                                                                                                                                                                                                                                                                                                                                                                                                                                                                                                                                                                                                                                                                                                                                                                                                                                                                                                                                                                                                                                                                                                                                                                                                                                                                                                                                                                                                                                                                                                                                                                                                                                                                                                                                                                                                                                                                                                                                                                                                                                                                                                                                                                                                                                                                                                                                                                                                                                                                                                                                                                                                                                                                                                                                                                                                                                                                                                                                                                                                                                                                                                                                                                                                                                                                                                                                                                                                                                                                                                                                                                                                                                                                                                                                                                                                                                                                                                                                                                                                                                                                                                                                                                                                                                                                                                                                                                                                                                                                   

 

4. 根據以上標準，圖 2 帶出男主外女主內的明顯分工的感覺會 

否對小朋友構成影響﹖ 

□ 會，影響是：_____             _________    __      ____     ___      _                     

□ 不會，原因：_____             ______________    ___     __       __    

 

5. 如果圖片的內容作出修改： 

在原來的圖片中，改由女士負責外出工作，男士則留在家中照 

顧小朋友，你認為會否減低婦女因一定要維持照顧者角色的 

而出現的壓力﹖ 

6. □修改原圖      □不修改原圖  □沒有意見 

7. 其他意見： 

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                                            __ 

----------------------------------   圖 2 問題  --------------------------------------- 

圖 2 



 

圖 3 



基層婦女聯會 教科書性別意識跟進 

 

1. 你看完圖 3 後有甚麼感覺?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            ____    ______ 

 

2. 圖 3 有沒有給你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強的感覺? 

□有，原因：_____             _________    ______     __      _           _  

根據以上標準，你現在的家庭是否男性的專業技能比女性強﹖ 

□ 是 

□ 否 

□沒有，原因：_____             ______________    ___      __       __    

(若此題答案為沒有，不用作答以下部份，謝謝作答問卷!) 

3. 根據以上標準，圖 3 帶出男性專業技能比女性強的印象會否對 

你造成壓力﹖ 

□ 會，壓力是：_____             ______________    __          __       __ 

□ 不會，原因：_____             _____________  _    ___     __       __ 

   

4. 根據以上標準，圖 3 帶出男性專業技能比女性強的印象會否 

對小朋友構成影響﹖ 

□ 會，影響是：_____             ______________    __          __       __ 

□ 不會，原因：_____             _____________  _    ___     __       __ 

 

5. 如果圖片的內容作出修改： 

在原來的圖片中，兩名女士都出現不小心用電器的情況，同 

時兩名男士都能正確地示範安全用電。 

若圖 3 改為各 1 名男士及女士出現不小心用電情況，你認為 

會否減低婦女在能力分工上面對的壓力﹖ 

□修改原圖      □不修改原圖  □沒有意見 

6. 其他意見： 

_____             _________________     __                                             __  

 

--------------------------------------   圖 3 問題  ----------------------------------- 


